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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0 日上午，104 岁的
邓铁涛溘然长逝。作为中华全国中医
学会常务理事，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
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老中医，全国
首届国医大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邓铁涛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长达80余载的医疗教学科研生
涯中，邓铁涛融古贯今，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诊疗经验，继承与创新中医理论学
说，提出了系列发展中医战略大计。他
的离世，让人们痛惜不已，缅怀不绝。

“铁杆中医”一辈子

出身于广东中医世家的邓铁涛，自
幼受家学熏陶，立志继承父业，于1932
年考入当时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
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深造，从此将振兴
中医当作一生的追求。

“邓老将个人命运与中医药事业紧
密相连，年逾古稀，依旧牵挂着中医药
事业的发展。”在邓铁涛的追思会上，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
主任刘凤斌回忆，在2010年和2011年
两次脾胃病科主办的学习班上，已经
95 岁高龄的邓老还出来授课，每次讲
课近1小时。

刘凤斌告诉记者，即使到了晚年，
邓铁涛仍不断学习，对现代科技发展、
国家大事、国家中医药发展了然于胸，
而且思维敏捷，以他独到的见解为中医
药的研究和发展指明方向。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87 岁那年，
邓铁涛受聘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抗
非”专家顾问组组长，89岁高龄出任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 计划）中医
专项“中医基础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
项目首席科学家，93岁仍以《中医五脏
相关理论基础与应用》课题第一完成人
通过了2008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
奖评审答辩。

“他经常勉励年轻人要学好中医、
实践中医，做一名铁杆中医。”刘凤斌
说，科室人员每次去拜访邓老，他都询
问和了解科室情况，嘱咐年轻人要不断
学习经典，要以中医为中心开展研究、
不断创新，敢于用中医中药解决疑难
杂症。

邓铁涛的一生既是奋斗的一生，也
是光荣的一生。1992 年凭“脾虚重症
肌无力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2003 年获中华中医药学
会“中医药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
2004年“中医近代史研究”获广东省科
学技术奖励二等奖；2006 年获中华中
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
奖”；2009 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

成就奖”；“中医五脏相关理论基础与应
用”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
2012 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
医药年鉴”工作特别贡献奖；2017年获
首届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奖……

临危受命抗“非典”

2003 年，“非典”（SARS）突袭广
东。当时 87 岁高龄的邓铁涛认为，
SARS是温病的一种，中医治疗温病历
史悠久，用中医药可以治好SARS。在
邓铁涛看来，中医当然不仅是养生保
健、治未病，中医也并不是慢郎中，中医
在抗击传染病方面毫不逊色。

据邓铁涛的弟子、广东省名中医、
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邹旭回忆，

“非典”期间，和他同在医院工作的妻子
受到感染，是第一批感染者。邓铁涛得
知后，根据其病情症状，提出了处理意
见，并强调必须停用抗生素与激素。

“别人的方法是杀病毒，他提倡的
方法是扶正祛邪，中药注重益气健脾渗
湿，结合疏风清热解毒。”邹旭遵循老师
的治疗方法，6 天后，他的妻子痊愈
了。同时，邓老也叮嘱其他人，要有充
足睡眠，多晒太阳，每天锻炼身体，多出
汗，保存体力以预防非典。

事实上，当“非典”疫情肆虐广东期
间，时任科技部中医药科技情报所所长
贾谦等专程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调研，
询问邓铁涛中医能否治疗“非典”？邓
铁涛给予了肯定回答，并在访问后写下
中医理论文章，为全国中医介入抗击

“非典”提供参考。同时，他还临危受
命，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为“抗非”专
家顾问组组长。

据介绍，当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共收治了 73 例 SARS 病人，
在邓铁涛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零转
院”“零死亡”“零感染”的佳绩。此后
10 多年，在甲型流感等多次重大病情
中，邓铁涛指导弟子参与救治、制订方
案，用实绩为中医赢得声誉，对中医发
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邓铁涛行医 80 多年，临床经验丰
富、用药独具特色，许多疑难杂症患者
经他的手得以康复。在重症肌无力、萎
缩性胃炎、肝炎、肝硬化、再生障碍性贫
血、硬皮病、风湿性心脏病、红斑狼疮等
方面，更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
中医辨证论治注入了新活力。

薪火相传振兴中医

中医出路何在？这个沉重的命题，
是邓铁涛心中永恒的情结。他毕生都
将自己与中医药事业连在一起，经历了
中医药事业的坎坷曲折，为中医药学的
继承与发展呕心沥血,魂牵梦萦。

邓铁涛常说：“中医这个宝贝不能
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掉。”1990 年，
国家机构改革期间，邓老听说中医药管
理局在精简之列，立即牵头组织全国名
老中医上书，引起党中央对中医药事业
的高度重视，为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的职能，进一步成立省、市级中医药管
理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说起邓铁涛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
之心和殷切期望，邓老的学生——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内科主任
吴伟几度哽咽，他对记者透露，邓老弥
留之际，多次嘱咐弟子们，“要把中医传
承发展好，不然就是历史的罪人”。邓
铁涛的这一遗愿也正激励着无数中
医人。

作为中医泰斗，邓铁涛一生多次为
振兴中医、弘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
2000 年，全国中医传承面临青黄不接
的困局，他振臂一呼，带头示范，号召全
国名中医来广东带徒弟，传承中医薪
火，有了如今桃李满天下的喜人成绩。

“西方经验告诉我们，基于‘已病’
的卫生体系，即便富如美国，也支持不
了日益增长的天文数字般医疗开支。”
广州中医药大学刘小斌教授说，邓铁涛
毕生都在推动中医药“治未病”。他认
为，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即

“治未病”理念，在这方面中医大有
可为。

“我们把世界医学的第一道防线，
从医疗医学提高到健康医学。我们的
目标不是治病，而是防病，使人人健
康。”邓铁涛曾表示，要培养信中医、用
中医、疗效显著的“铁杆中医”。

如今，邓铁涛桃李满天下，学生遍
五洲。学术传人与师带徒弟子横跨中
医内科、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医医史文
献等领域。“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
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
笔遗产早已交给两个儿子。”弥留之际，
邓老看淡生死，从容嘱咐后事。

“努力奋斗，珍惜每一次成长
的机会。”这句话是这位25岁、入
职仅两年的计量新兵董伟锋一句
口头禅，他去年“一不留神”在广
东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装表接电
工决赛中获个人一等奖。

董伟锋是东莞供电局供电
服务中心营销技术分部计量自
动化一班中级作业员。他的奖状
被贴在了班组的荣誉墙上，一张
又一张。然而，荣誉面前他并没
有改变，稍显老成的董伟锋，还是
同事眼中那个憨厚、微胖的“老实
人”。

大学毕业后，23岁的董伟锋
来到南方电网广东东莞供电局计
量中心电网运维班，负责东莞电
网190个变电站里10217个计量
点的维护工作。

小小电能表，看似很不起眼，
作用却很大。“东莞局负荷重，每
一条运行数据都很重要，电能表
运行的每一千瓦时都关乎电网健
康与企业利益。”董伟锋说，现在
随着计量自动化系统日益完善，
电能表传输回来的数据能够得出
更多分析结果，每一条都是数据

“黄金”。
工作中，董伟锋喜欢追求完美，他发明了电力作业小车，

车体上设计了可升降的操作台，可以放工具和校验仪，同时在
车体内设置移动电源，将电力作业小车赋予移动供电功能，还
能满足不同高度的使用需求。这成了董伟锋职业生涯中第一
项实用新型专利。

董伟锋在广东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装表接电工竞赛中从
16 位后备选手中脱颖而出。老实人只会下苦功。董伟锋一
个项目每天重复地练，教练每天陪他练到晚上10点钟。老师
傅梁永昌作为赛前技能实操主教练，不仅让选手封闭 3个月
集训，还制定了非常“残酷”的训练赛制。经过一次又一次的
PK 赛以及落选选手的“踢馆”赛，最终才选出 4名参赛选手，
董伟锋是其中之一。

“我还年轻，年轻就要多学知识。”这句话是董伟锋反复强
调的。在集训中，董伟锋敬佩自己的教练梁永昌，在训练现场
自己主动拜师：“我想多学习，多充实自己，可以请您当我师傅
吗？”没想到梁永昌一口答应了，就在会议室举行了简单的拜
师礼。

年轻是董伟锋的标签。2017年，董伟锋被授予东莞市职
工技术标兵，2018年在广东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装表接电工
决赛中获得个人一等奖，被授予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
能手称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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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是江西省鄱阳县谢家滩镇农民段建益、李飞琴

夫妻最忙碌的时候，被誉为“布龙夫妻”的二人，制作的传统布

龙远近闻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络绎不绝。

近年来，在段建益、李飞琴夫妻俩带动下，周边村民积极

投入到布龙的制作生产中，走上了致富路。当地生产的各式

布龙俏销全国各地，其中最长的达242米，可供110余人同时

舞动。

卓忠伟 操海鹏摄影报道 （中经视觉）

“布龙夫妻”致富忙

段建益、李飞琴（前）夫妇正在赶制来自黑龙江的订单。

段建益、李飞琴创办的龙狮厂所产产品俏销全国各地。

段建益在检查布龙的龙头质量。

一代国医邓铁涛——

悬壶一世济苍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柳沟是玉门关外兰新铁道线上一
个五等小站，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嘉峪关工务段的西大门。戴凤
殿说：“我来工区2年，每天都是狂风猛
啸，但华生在柳沟，我还是更愿意陪着
他守在戈壁上。”

余华生和戴凤殿是嘉峪关工务段
柳沟道岔维修工区的线路工，2014 年
他俩同时毕业于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后余华生被分到祁连山下的

兰州局集团公司嘉峪关工务段，戴凤殿
则被分到1000多公里外六盘山下的固
原车务段。小戴说：“两年多的异地恋，
感觉日子很漫长。但我们相信，只要心
存美好，一切都会变成想象中的样子！”

2016 年 11 月份，戴凤殿调到余华
生所在工区工作，平日里余华生带着工
区的职工外出作业，戴凤殿留在工区做
内务。这里虽然荒凉，但两个人互相陪
伴鼓励，也觉得幸福。“回家就像住旅
馆。”小戴对嘉峪关的家如此评价。每
周回嘉峪关一次的生活，让这对“90
后”小夫妻早就把工区当成了他们
的家。

每天中午 12 点，柳沟的“定时风”
刮起。黑色的煤灰，黄色的沙尘，在凄
厉的风声中肆意飞扬。道岔上，线路班
长余华生带领班组员工专注地检查着
铁路线路设备质量，戴凤殿也跟在他们
身后做设备检查记录。狂风呼啸，大家
说话的声音完全被大风掩盖，每报一组
数据，余华生都不得不声嘶力竭地喊
着。小戴紧跟在余华生身后，眼睛被风
沙迷得睁不开，但仍努力地听着从余华
生口中传出的检查信息，一笔一笔地记
录在检查小本上。两个小时的作业时
间，小两口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站区道
岔全部检查一遍。作业结束后两个人跟
随班组回到工区，余华生看着妻子被风
吹得红扑扑的脸蛋，赶紧打盆热水，用
热毛巾给她擦脸，心疼地说：“段上考虑
到咱俩都在柳沟，照顾不到家里，让你
去嘉峪关工区工作，你非要留下来，看
这风把你的脸吹得又红又干。”戴凤殿
则笑嘻嘻地说：“我走了谁来陪你啊！”

余华生告诉记者，柳沟站虽然级别
不高，但去新疆、敦煌的火车都要经过
这里，也是集团公司货运的战略装车
点，设备安全至关重要，尤其是春运期
间，更不能有一丝马虎。作为班长，确
保管内线路零故障是义不容辞的责
任。今年春运，余华生要留在工区值

班，小戴也放弃了回老家内蒙古过年的
机会，在工区陪伴华生。“今年是我们俩
第一次在小站工区过年，虽然和同事们
在一起也很热闹，但还是很想爸爸、妈
妈。”小戴说着眼圈就红了。

1 月 28 日，柳沟下起了鹅毛大雪，
余华生像往常一样带领班组员工巡查
站场设备。当巡查到柳沟站内道岔时，
他拨开积雪，发现一块夹板有异样，经
他仔细检查确认，那块夹板有一处头发
丝细的裂纹。余华生赶紧组织职工应
急处置，及时消灭安全隐患，确保来往
列车的行车安全。

夜晚窗外寒风肆虐，一阵阵地嘶吼
让人心生恐惧。工区办公室里的键盘
还在“啪啪”作响，小戴正在把白天检查
的数据上传到问题库，余华生推开门端
来一杯热水递到她手中：“你歇会儿，让
我来。”他接过小戴手中的活干了起
来。“那你可要仔细点哦，我就在旁边盯
着你。”戴凤殿说是怕华生粗心大意，其
实是想陪着他度过工区里寂寞的夜晚，
毕竟，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春运还在继续，小戴和余华生忙碌
的身影，很快就融入到确保春运安全的
队伍里。但小戴的话语，却一直在记者
的耳边回响：“我们既然回不了家，那就
努力让回家的路变得更顺畅吧！”

守护兰新铁路的“90后”小夫妻——

“让回家的路更顺畅”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强 科

余华生（右）

给戴凤殿讲解道

尺的使用。

刘 勃摄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邓铁涛在讲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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